
沈纯朴眼里含泪 !"惨###

一二层住户基本没跑出来$我们

刚到时万司两口子还有回声$现

在都不答应了%& 李支队四周看

看问!"张局长呢'& 沈纯朴!"到

金水中学去了$ 那里教学楼垮

塌 $上千师生被埋$大部分警力

都在那里% 你们也去金水中学

吧$那里更需人手%&

三人朝金水中学方向走$路

过原张局长家一号楼宿舍前$见

一只黑狗蹲在路边狂吠 % "黑

毛(&陈克勤认出这狗%

黑狗爬起来$ 冲他摇摇尾

巴$朝前跑几步站住$见他没有

跟上$又叫几声$摇摇尾巴%李朝

辉!"小陈$跟着它$说不定有情

况%& 三人跟着它走到了花之水

别墅小区%

"下面有人吗'&苗灵芝从昏

睡中被惊醒 %"下面有人吗 '苗

姐(苗灵芝(&

"哎###& 她用最大力气应

了声$"我还活着$谁在外面'&

"是我$陈克勤%上面全是垮

塌的预制板$ 我们几个搬不动$

你等着$我去找张局派吊车来救

你%&

"老张呢'&

"他在金水中学抢险呢%苗

姐你一定要坚持呀$我去了%&

"小陈$我)我和老张对不住

你**&

"这种话就别说了$ 要保存

体力%&

"小陈$我怀着孩子$我想让

孩子活下来%&

"你会得救的 $ 我去去就

来%&

陈克勤跑到金水中学$只见

一台挖掘机)三个吊车将建渣楼

板一吊开$人们赶紧上前$有的

甚至在用手挖%张绍云和一干警

抬着担架朝救护车方向过来$陈

克勤大喊!"张局长(苗姐被埋在

废墟下了$ 需马上救援%&"好$&

张绍云对郭皋川道$"这里你负

责$我去去就来%&说罢跟着陈克

勤一路小跑而去%

天黑尽时$ 老天爷下起雨

来%

李朝辉提着两瓶水从远处

回来$小戴接过一瓶$一气喝完$

问朝辉!"支队长$你不渴'&朝辉

舔舔雨水!"走了几条街才买到$

给小苗留着%怎样$缝隙挖大点

没有'&"只刨开了一点$ 看不清

里面%& 身旁传来狗叫$ 两人回

头$见一直卧着的那条黑狗忽地

爬起来$跑去迎接匆匆而来的张

绍云和陈克勤%

绍云按亮手电筒照向缝隙!

"小苗$我是老张%&废墟里没有

回答%

"小苗$ 能听见吗' 我是老

张(&

废墟里死一样沉寂%

"小苗(你可不能死呀$你要

坚持住呀小苗(& 张绍云声音呜

咽了$用手猛击身旁的预制板%

"老张吗'&废墟里传出微弱

的声音%

"是我**我来救你了%&

"好**能听见你的声音$

我可以走了%&

"小苗(&

"老张$ 我好冷**我挺不

住了**&

李朝辉让绍云离开缝隙 %

"她受了重伤 $ 吊车什么时候

到'&绍云痛苦地摇摇头%

一束强光射了过来$王紫艳

手握话筒上前$后面跟着+缉毒

风暴, 摄制组成员%"张局长$可

找着你了$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

吗'&紫艳要采访%张绍云下意识

迎上一步$ 答非所问!"紫艳$宋

导**你们平安就好%& 宋导!

"地震时我们正好在空旷地带拍

打斗戏$幸免于难%张局长$趁着

我们设备还有电$一定要留下点

影视资料%&不等回答$王紫艳已

把话筒举到嘴边!"各位观众$八

点零级大地震发生后$金水县公

安局长张绍云在金水中学指挥

抢险$那里教学楼垮塌$一千多

师生被埋%另一方面$张局长爱

人被埋在眼前这片废墟里%上面

这些巨大的建渣需要大型吊车

来挪动%据我们所知$三辆吊车

全部用在了金水中学的抢险上%

现在让我问张局长几句话%&说

到这$ 紫艳把目光转向张绍云!

"张局长$ 听说你的妻子被埋在

下面$ 金水中学那里有三台吊

车$调剂一台过来$半小时妻子

就能获救$你为何不作这样的决

定'&

摄影灯光下$张绍云脸色惨

白 $ 双手下意识挡住摄像机 !

"别)别)别问我$我**&说着突

然跌坐在地$双手捂脸!"我不能

啊(小苗啊$我对不起你**&泪

水雨水一起流%一把伞罩在了哭

泣的男人头上$ 绍云抬起泪眼!

"武书记(&县委武书记拍拍他的

肩头$握握他的手%张绍云慢慢

从地上站起!"武书记$我这就回

金水中学去%&

他的身影在摄制灯照射下

消失在雨中$ 小黑狗追出一截$

又返回来$ 冲着废墟呜呜地哀

叫$它不明白男主人为什么就这

么走了%

五个小时后$沱江大桥外公

路抢通$救援设备开进金水县%一

辆吊车来到这里$随车到来的抢

险队员探测后报告说下面已没

有生命迹象%听到这消息$一直站

在这里不肯离去的陈克勤把衣

兜里的微录机还给了李支队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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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境风光
下派检察官陈克勤到达金水县当夜$ 发生一起公

安局长养女被毒犯绑架事件$于是$解救人质'化装侦

查'千里缉捕'金钱腐蚀'女色下套'断尾求生((一幕

幕缉毒与反缉毒'腐蚀与反腐蚀精彩场面接连出现%请

看下派干警将怎样坚守办案底线$ 大灾后的公安局长

灵魂将怎样升华%

反思甲午战争，耻辱教育不可或缺

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
!"#

周

年!很多地方"很多媒体"很多人都在

回顾"探讨"反思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

空前危机的战争#翻翻过去的资料!对

这个题材这样规模的纪念活动是不多

的$这次我们有了%两个甲子&时间段

这个借口! 在恶邻依旧磨刀霍霍的背

景声下! 纪念和反思得到了社会普遍

的关注$

甲午刚刚战败那几年! 国人曾短

暂痛苦"震惊和反思$从谭嗣同的%四万

万人齐下泪!天涯何处是神州'&到梁启

超的%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!实自甲

午战败割台湾!偿两百兆始&!无数人开

始放下老婆孩子热炕头! 走向战场!为

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一战$ 抗战胜利后!

有的人回来了!有的人倒下了$古话说

%国难兴邦&!道理没错!但危难中的国

家要振兴是有条件的!需要无数人流汗

流血作出艰苦努力重大牺牲$

苦难过去!我们迎来和平时期$在

这大部分时间里! 我们一直在强调自

己是个伟大的国家!人口众多"地大物

博!有着光荣的历史"沸腾的现在"辉

煌的未来! 所有这些都应该令我们骄

傲和自信$ 但曾经的苦痛和耻辱会让

我们的骄傲失色!自信减分!所以我们

不善于反思!甚至不愿意提及!仿佛只

要不去想!屈辱的历史就不再存在!我

们就能获得掩耳盗铃式内心的安静$

!$$%

年晚清的外交官薛福成到巴黎

油画馆参观! 对法国人重笔浓墨塑造

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的场景颇感奇

怪!不知道好胜的法国人%何以自绘败

状!令人丧气若此&!法国人回答(%所

以昭炯戒!激众愤"图报复也$&

我们在这点上不学法国人! 我们

要摆出一副永远高大上的伟岸形象来

供大家瞻仰!让大家尊敬$所以我们能

看到无数讲述抗战胜利的小说漫画电

影电视剧! 看到一个小孩子用弹弓轻

易打败几十个敌人! 战士用手撕裂鬼

子的身体!敌人天天被击败!仗仗被歼

灭$我们享受这种意淫的过程!完全不

考虑其真实性( 既然日本鬼子如此不

堪!胜利如此容易!为什么抗战却如此

艰难'中国牺牲如此巨大'而对甲午战

争这样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

件! 我们多少年来最熟悉的还是那部

!%&#

年拍摄的)甲午风云*$商人需要

丰厚的利润!观众需要廉价的笑声!所

以即使选择清代题材! 一些投资方宁

肯让荧屏充斥所谓%明君&康熙乾隆的

文治武功! 或者阿哥格格们的狗扯羊

皮! 也不太愿意触及让人丧气的甲午

战败$

孔子说(知耻近乎勇$马克思说(

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! 那它

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! 准备向

前扑去$ 荣耀让人自信! 耻辱令人警

醒!两者都很重要$但那种%我家祖上

曾经如何如何& 的过去荣耀并没有太

大实际的价值! 真正让人自信的是现

在的强大+未来的辉煌$而要做到这种

良好的发展趋势!耻辱教育不可或缺$

它可以让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看待问

题!不仅纵向而且横向!不仅自己而且

他人,对成绩!不沾沾自喜,对差距!不

自暴自弃,对敌人!保持警惕,对自己!

正视不足$ 不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

倒!不让历史上曾经的耻辱拷贝$

!"#

年后的今天!炮声已停止!硝

烟已散尽!但东海黄海依然波涛不断!

暗流涌动$ 战争馈赠给侵略者的红利

依旧在被享用! 遗留给中华民族的耻

辱仍然压在每个有良知的国人心头$

耻辱使人警惕!促人奋进!是我们这个

泱泱大国头脑发热懈怠自满时最好的

一服清醒剂$

"作者系公务员&

家纺市场

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多发
!

本报记者 徐德高

通讯员 施 锋

近年来$ 家纺市场侵犯知识产权案

件多发% 据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

统计$

"#!'

年以来$ 该院共办理侵犯知

识产权案件
!!

件
"#

人$其中$发生在家

纺领域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有
&

件
$

人$涉案人数占总数的
'#(

%此类案件呈

现出以下特点!

代理商购假售假% 品牌加盟商或代

理商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$ 避开生产厂

家$ 直接进货并销售明知是假冒侵权的

产品%如李某假冒注册商标案中$李某系

上海百丽丝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代

理商$为获取更多的利润$未经百丽丝公

司的授权许可$ 擅自要求江苏梦飞家用

纺织品有限公司为其生产主标)丝标)插

卡)吊牌)包装盒和手提袋均为"百丽丝

家纺& 注册商标的床上用品四件套
&)#

套$货款合计人民币
"*

万余元%

消费者知假买假% 假冒注册商标的

家用纺织品之所以市场需求量大$ 与部

分消费者知假买假有着相当大的关联-

"低价买假&与"高价买真&的博弈结果$

客观上助推了制假售假% 据调查$ 目前

"知假&有两种情形!一种是销售商明确

表述为原单)尾单的产品-另一种是价格

畸低的赝品% 床上用品既是人们居家过

日子的生活必需品$ 又是馈赠亲友的时

尚礼品$因此$市场需求量较大%经对办

理的
&

件案件中消费者的证言进行分

析$ 发现自用的消费者购买那些质量还

可以的"仿真的假货&$无非是为了满足

自己拥有名牌产品的心理$ 而用于馈赠

亲友的则更多的是为了体面%

销售趋于公开化% 主要体现在网店

销售模式的日益增多% 网络的虚拟空间

和非当面交易特点$ 为假冒商品销售提

供了更广阔的渠道%为打消买家的质疑$

"掌柜&一般自称是代购或代理商$并承诺

"七天无条件退换货&$在形式上首先获取

了买家最大程度的信任% 由于上传的图

片在图形)花样等方面无法分辨出真假$

故不易被工商等主管部门及时发现%如

易某在淘宝网注册一家网店$ 主要从事

销售"

+,-./01-.

荣城&的家用纺织

品%今年初$江苏省海门市工商部门在当

地的一家门市上巡查时发现$ 易某经营

的门市内有该注册商标的床上用品
2#"!

套$合格证)洗涤标识
!)%##

件$涉案金额

人民币
!#

万余元%在案件审讯过程中$易

某交代其在网上也有销售$且生意火爆%

赠品促销隐蔽性强% 为增强竞争力$

刺激消费群体$ 当销售价值较高的产品

时$卖家一般会附带赠送其他产品%因相

关法律规定不够健全$加上消费者关于赠

品质量的好差及优劣一般要求不高$这些

都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% 如尤某假冒

"红豆&注册商标案中$尤某之所以能在全

国
"#

多个地区)销售货款达
!##

余万元$

却在两年后才被发现$主要是因为
%#(

以

上的经销商$将假冒的"红豆&家纺产品放

在自己的门店中作为赠品进行优惠促销%

这种鱼目混珠)挂羊头卖狗肉式的隐秘生

产销售模式$ 一来不易被总公司发觉$二

来更易蒙蔽消费者%消费者即使对在红豆

专卖店获赠的产品产生了怀疑$因为产品

是赠品$一般也不会主动去维权%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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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法于微

政府调处土地争议，“能力有限”未必是虚言
!

正 允

近日! 江西省丰城市国土资源局

一则内容为 %因我局工作人员的业务

能力! 对政策" 对法律的理解能力和

执行能力有限! 无力对该纠纷进行调

处! 敬请谅解& 的回复引发热议$ 诸

如敷衍塞责" 推诿群众" 如此回复无

异于承认自己是 %无行为能力的行政

机关& 等的批评不绝于耳$ 乍一看该

%神回复&! 笔者也被 %雷& 得 %外焦

里嫩 &$ 但细读该案案情 ! 却以为 !

其 %能力有限& 的说法未尝没有几分

道理$

国土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调处职

责来自于
!%$*

年
!

月
!

日施行的土

地管理法第
!2

条$ 该条第一款规定!

%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! 由当事

人协商解决, 协商不成的! 由人民政

府处理&$ 申言之! 在当事人就土地

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且协商不成

的情况下! 应当由人民政府 !具体由

国土部门" 来就其权利归属作出处理

决定, 当事人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$ 此后虽然土地管理法多次修

改! 但该款内容并未改变$ 而行政复

议法进一步强化了处理决定的效力(

对该处理决定不服 ! 应当先申请复

议!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! 才能向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$

应当说 ! 在土地管理法立法之

初! 这一规定有其合理性$ 一是当时

土地使用权出让刚刚放开! 土地使用

权人之间的纠纷较少! 土地权属纠纷

主要发生在国家和集体之间! 解决这

类权属纠纷主要是靠对历史遗留问题

的把握和处理$ 因此! 由政府出面有

较高的权威度! 而且政府掌握较多的

资源! 处理问题较为便捷, 二是当时

法制建设刚刚起步! 民众权利意识"

法治观念尚不浓厚, 三是当时基本的

民事诉讼制度尚未建立! 行政诉讼制

度更是还停留在学者的讨论中$

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!

继续沿袭这一制度恐未尽妥当 $ 首

先!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

善! 该制度与法律体系之间的不和谐

日渐凸显$ 无论当事人是自然人" 法

人" 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国家! 在法律

地位上都是平等的! 在就土地所有权

或者使用权发生争议的情况下! 都是

物权归属的纠纷! 属于民事纠纷! 自

然应当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来解

决争议 $ 在法律中规定政府先行调

处! 完全排除民事诉讼! 显然是说不

过去的$

其次! 随着人权保障条款入宪"

物权法的颁行! 我国民众权利意识"

法治观念大大提高! 政府调处的公正

性难免受到质疑$ 在我国现行制度之

下! 政府 !通过国土部门" 不仅是土

地的所有者"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!

还是土地市场的管理者" 土地登记的

完成者" 土地权属的调处者$ 政府的

调处在很多情况下难逃 %既当运动员

又当裁判员& 之嫌$

尤其需要指出的是! 现有人员素

养也很难适应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的需

要$ 土地权属争议本质上属于民事纠

纷! 还涉及行政法等部门法! 这就要

求调处人员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功

底" 扎实的法律专业技能$ 概言之!

其应当具备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应当具

备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$ 所谓 %能

力有限&! 未必都是推脱之辞$ 以该

新闻所涉案件为例! 其涉及土地登记

机构审查职责" 吊销营业执照是否导

致法人消灭" 合同无效与物权变动效

力" 土地使用权善意取得" 民事诉讼

与行政诉讼的关系" 民事判决与行政

调处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法律问题$

即便法学专家或者资深法官也要反复

斟酌! 更何况毫无法律专业背景要求

的调处人员' 在 %神回复& 背后! 值

得我们注意的是! 相关法律在设定行

政机关职权时! 应当注重行政职权与

工作能力的匹配! 注意与时俱进" 及

时修改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" 有

悖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规

范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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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民政所

侵占截留民政资金手段不少
!

本报记者 卢金增

通讯员 蔡建胜 李志超 林学华

近年来$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深入

落实$乡镇民政所这个直接接触群众的

政府部门 )大量国家资金的 "中转站 &$

出现了大量职务犯罪的问题 %

"#!#

年

至今$山东省无棣县检察院立案查处
'

个乡镇民政所职务犯罪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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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检察机关在民政领域立查职务

犯罪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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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$其中$涉嫌贪污)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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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$涉嫌贪污一罪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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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$涉嫌挪用公款一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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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报冒领抚恤金% 如果优抚救助对

象死亡了$民政所应逐级及时上报$不能

再领取优抚款或救济款$ 但有人却从死

人身上发现了"发财之道&%某镇民政所

副所长程某$ 对已死亡的优抚救助对象

隐瞒不报$等优抚款)救助款拨下来后$

再利用其收上来的已死亡人的印章或模

仿其笔迹在资金领取表上签字$ 将优抚

款)救助款冒领出来%用这种方式$程某

用一个"死人&的名字连续冒领了两年多

优抚款%

虚报冒领优抚资金%个别民政所的工

作人员将本不享受优抚救助政策的人列

在优抚救助对象名单上$将优抚救助资金

冒领出来个人非法占有%某民政所会计杨

某从享受伤残抚恤金的优抚对象中挑选

出一些伤残军人的名单$在他们本人没有

上报的情况下$将其"上报&为重大疾病医

疗救助对象$待救助款拨下来后$再用上

述同样的手段冒领出来%

将优抚救助对象名单重复入账%在

某镇民政所副所长程某与会计杨某贪污

案中$程某交代$因为每次发放优抚款都

是在一份大表上发放$ 如果只挑选其中

一部分优抚对象发放款进行贪污$ 容易

被别人发现$ 他们采取一份整表重复入

账$看不出哪份表是哪个季度的$不容易

被人察觉%

延迟发放优抚款'救助款%上级拨付

后的民政资金发放给优抚)救助对象$民

政所只是起到一个"二传手&的作用%但

有人却从中做起了文章$ 利用上级拨款

和发放优抚款)救助款的时间差$延迟发

放优抚款)救助款$主动制造机会挪用民

政资金% 某镇民政所所长张某将已下发

的优抚款以各种名义从财务上支出$用

于个人经营使用$待需要发放优抚款时$

谎称资金还没拨下来% 张某把资金周转

过来后$再下发给优抚对象%

民政部门成为亲朋的 )资金周转

站*%国家下拨的民政资金项目多)金额

大$乡镇民政所的民政资金管理混乱$给

企图浑水摸鱼的人可乘之机% 某镇民政

所会计王某挪用公款案中$ 上级拨付给

民政所的多项公款就在王某个人名字开

户的存折和银行卡上存着$ 没有监督和

制约% 王某挪用的公款全部是借给了自

己的亲戚)朋友经营使用%

先挪用$后巧立名目贪污%民政所虚

报上级拨付的救助款 $ 而实际工作中

"严&发放$这样就截留下部分民政资金%

某镇民政所所长张某将上级拨付的
2

万

元五保救济款实际发放
!

万元$余下
"

万

元%张某个人在集资买商品房时需要交纳

定金$就挪用这
"

万元交了定金
3

但挪用

后却无人问津$ 就产生了占有该款的想

法$于是伪造了敬老院-有些乡镇敬老院

属于民政所管理.维修项目入账$将该款

占为己有%

民营银行何以打破金融垄断

*

月
")

日!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

上半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

上披露!近日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

的筹建申请$这三家民营银行是(腾讯+

百业源+立业为主发起人!在广东省深

圳市设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, 正泰+

华峰为主发起人!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

的温州民商银行,华北+麦购为主发起

人! 在天津市设立的天津金城银行$在

国务院%金十条&提出%尝试由民间资本

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& 一年

后!首批三家民营银行终于破茧而出$

!$

年前!以民间资本属性成为中

国金融开放标志的中国民生银行!至

今只是特例! 目前通过参股或者控股

部分商业银行! 一定规模渗入银行业

的民营资本!影响力有限!国有商业银

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坚如磐石$ 长期以

来!银行业%价格垄断&+%准入垄断&和

金融抑制等! 造成了实体经济融资成

本高企和中小企业金融短缺等问题!

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$

首批民营银行获批和金融市场准入的

逐渐放开! 其意义不仅限于解决民营

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!更

在于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局面! 给市场

%注入活水&! 甚至如经济学者马光远

所言%改变中国银行业基因&!具有制

度创新的重大意义$

民营银行打破金融垄断! 主要依

赖的是相比国有银行能够按市场机制

自主运作的优势$ 这一优势的发挥以

经营自主+ 平等竞争和有效监管为基

础!一系列配套制度必不可少$

民营银行没有国有银行来自国有

股东的政府干预!具有自主运作优势!

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不存在$ 银行业

作为管制性行业! 本身处于各种金融

监管机构的干预之下$ 在我国金融抑

制的环境之下! 发挥民营银行的自主

运作优势! 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上厘清

监管的边界!严格依法管制!尊重其经

营自主权$

民营银行能否挑战国有银行!活

跃市场!取决于能否享有与国有银行同

等的经营条件和相应的保护!是否具有

与国有银行平等的竞争地位$在民营银

行牌照获批之后!后续还有经营业务审

批+资金供应+加入国家清算系统和集

中的信用管理系统+跨行通兑业务等等

一系列环节需要落实!民营银行如果不

能与国有银行享有同等待遇!将处于不

利的竞争地位$此外!银行业属于我国

)反垄断法*中受保护范围!民营银行在

遭遇金融垄断时如何保护自身权益!还

有待金融监管机构将反金融垄断纳入

自身的职责范围$

相比股东虚置的国有银行! 民营

银行对利润最大化有着更为强烈的追

求!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管机制和有效的

监管!民营银行往往会因风险问题陷入

失败!这是智利+墨西哥+捷克+俄罗斯

等国家银行民营化后的深刻教训$据报

道!银监会正在研究起草民营银行监管

指引! 同时在监管中将明确专门机构+

专门人员按照审慎标准对试点银行进

行监管!尤其是加强对民营银行关联交

易的监管$ 从目前的制度安排来看!三

家民营银行发起人自愿承诺!在破产清

算时!以企业净资产或实际控制人净资

产对存款人存款给予全额或部分赔付!

这虽然有助于提升公众信心!最大限度

保护消费者利益!仍欠缺承诺有效的法

律基础$在关联交易监管方面!银监会

拟落实对民营银行股东的延伸监管!加

强股东自我约束!鼓励股东及其关联企

业自愿放弃从本行获得贷款的权利!并

对其他合规的关联交易!采取逐项事前

报告的方式!以减少可能产生的关联交

易风险$这些防范风险的做法!仍需进

一步解决如何提升设立民营银行的积

极性和依法保障民营银行自主经营权

的问题$

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只是第一步$

民营银行本身健康发展! 进而突破经

营垄断!方能吹皱一池春水$

+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&

八面来风


